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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設計之意義與發展

1.前言
通用設計是一個追求「無障礙環境」

(Barrier-free environment)的運動。「通用設計」

（Universal Design）之理念為主張所有設備及人

造環境（如建築物、公共戶外空間、人行道等）

之規劃設計，均應全面性考慮所有使用者，包括

老弱婦孺及身心障礙者等，且設計應簡單易於

操作，同時也對任何人來說都是適用的。通用設

計的主要訴求是「人」與設備與人造空間之間

的「協調性」與「一般化」。這樣的理念，對

於邁入高齡化社會的台灣而言，是值得推廣與

重視的。台灣至2011年底，65歲以上老年人口有

2,528,249人，占總人口數之10.89％。而身心障

礙者為1,100,436人，為台灣總人口數的4.74%。

當台灣社會中有許多人或多或少的在身心方面有

些許障礙時，針對高齡化社會中大多數人(含照

護者及被照護者)之基本需求，檢討台灣居住與

公共空間之「無障礙化」，塑造全人安心使用之

環境，而滿足全體國民之全盤性、基礎性之生活

需求，是相當重要之課題。

通用設計之七項基本原則如下：

1.公平使用（Equitable in Use）：任何人都可

安心安全的使用；

2.彈性使用（Flexibility in Use）：可依據個

人能力，選擇使用方法，提供足夠之使用彈性；

3.簡單直覺（Simple and Intuitive）：憑直覺

就可了解如何使用；

4.識別資訊（Perceptible Information）：考慮

個人不同之感官能力，提供正確、必須且易懂之

資訊；

5.容差納誤（Tolerance of Error）：容許操作

錯誤，誤用亦不致引起危險或損壞；

6.節省體力（Low Physical Effort）：可以極

小的力量操作減少身體的負擔；

7 .空間尺寸可及性與易使用性（Size and 

Space for Approach and Use）：提供容易到達之途

徑及足夠之操作空間。

通用設計的訴求相當簡單清楚，然而全面實

行並不容易，主要在實踐設計過程時所面對範圍

廣大、使用者特性不同、各類課題龐雜等因素所

致。然而，通用設計的重要性在於持續的依照其

核心意義「公平性」來改善無障礙空間，掌握其

基本精神，才能正確的推展通用設計。

2.通用設計之意義及對建築思維之影響
2.1 人性基本關懷與對公平性之訴求

通用設計是美國北卡羅萊納州立大學

（North Crolina State University, NCSU）的教授

Ron Mace於1974年國際殘障者生活環境專家會議

中提出「Universal Design」一詞，然而多年下來

持續演變，隨著通用設計適用領域與問題之不

同，早期從去除障礙化、可及性、可適性下之

Accessible Design、Adaptable design、real life design, 

lifespan design，近年因應高齡化社會之發展，轉

往更具多元化、包容性的Inclusive design(英國)、

Design for all(歐洲)。各家對通用設計之定義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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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川聰尚加入三項附則-可長久使用，具經濟

性；品質優良且美觀；對人體及環境無害。近年

更有不同專業提出提出拓展通用設計範疇來涵蓋

福祉設計、流行性設計、高齡者設計、輔具設

計、無障礙設計。上述諸般演進均是著眼在人性

關懷下，增加通用設計原則之完整性，其主要核

心仍在於利用諸原則達成公平使用。因此能讓每

個人均能「公平」「使用」是通用設計之最基本

訴求。

2.2 標準界面與多元文化地域思維之妥協

公平性其實是一種價值觀，因人而異，要訴

求所有人之公平，是很艱難的事情，惟有靠大家

的共識與努力。回想國際建築運動中雅典憲章要

求每個人享有一定生活空間面積與陽光日照權，

對照通用設計中要求公平可及性，可以看出一個

世紀來人與建築之關係，從國際建築運動中個體

單元建築標準化滿足需求，進一步認可人類生活

於都市空間中，將整個城市公共設施賦予所有人

來源 定義

Mace(1985) Accessible, Adaptable, Safe, Supportive

Behar(1991)
Wilko� & Abed (1994)

Accessible, Adaptable, A�ordable, Aesthetic
Safe, Convenient, Functional

Steinfeld(1994)
Null & Cherry(1996)

Wide range of fit, Low energy expenditure, Clarify environment Easily 
adjusted Adaptable, Safe-oriented, Supportive

Wylde(in Holmes, 1997)
S t o r y,  M u e l l e r ,  & 
Mace(1998)

Useable, Neutral, Inclusive, Visible, Elegant, Redundant, Simple, 
Adaptive, Logical
Equitable Use, Flexibility in Use, Simple & Intuitive Use, Perceptible 
Information, Tolerance for Error, Low Physical E�ort, Size & Space for 
Approach & Use

Kansas State University 
(1999) Accessible, Adjustable, Adaptable, Attractive, A�ordable

所共享，而強調整體設施的可調適與可及性之演

變脈絡。上世紀中葉強調不同文化與地域影響，

挑戰工業生產標準化美學思維，在以城市為載體

包容不同設施公平使用下，似乎有暫時協調之解

答。

而通用設計是一個改善人機介面設計，且持

續演化之概念。面對上述多元公平享用與標準化

生產，「供」、「需」兩方平衡課題。通常在先

進國家常以法規強制推動無障礙環境外，來滿足

行動不便者「最低限」的需求。而在非強制性之

設計指引部分，逐漸導入通用設計之理念，強調

藉由設計專業，以問題導向方式來協助使用者，

針對多元族群、多種使用行為之需求而尋求共識

解答。此種無障礙法規為最低限，另外採用通用

設計指引為多元、參考性設計建議方式，對於台

灣現階段人口逐漸老化、生活環境之無障礙化之

需求日漸提高，法規無法完全滿足各類不同需求

之情況下，是一種可以接受的解答。

資料來源：Wolford, N. L. (2000). Universal Design Standards for Single-family Housing. Unpublished doctor's thesis. 
Oregon State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apparel, Interior, Housing, and Merchandising.

表1 通用化設計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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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工業設計與建築銜接無障礙環境可及性

通用設計雖從無障礙環境發端，然而具體實

踐卻以工業設計領域針對物件設計入手較多，而

建築設計領域肇因整合龐雜反而不易有成果。然

而無障礙環境是需要整合視覺平面媒體、工業設

計、建築設計、都市設計等不同領域專業共同努

力於不同環節，才不會產生無障礙環境銜接可及

性的問題。

通用設計所考量的使用者族群為不論年齡

大小、身體障礙的有無、男女之別以及國籍的不

同，亦即以考量所有的人 (For all) 為目標，使所

有人都能自由活動與舒適生活，而以「沒有障礙

物的建築物」來表現。然而，每個人的行為能力

均隨時隨地有很大之差異，而弱勢團體如果依行

為能力程度不同，而加上生活能力逐漸減弱之高

齡者、尚未成長的兒童、短暫失能的懷孕婦女等

等，顯示通用設計理念下之使用者定義有兩項特

質隱含於後：

(1) 將行動不便的經驗“主流化”，並將其

視為一種普遍性的人類經驗；

(2) 將“生理殘缺”與“心理殘缺”的狀況

等同化。

因此，要做出讓社會上所有人都能方便使

用的設計是很困難的，能做到的是在最大限度內

滿足多數人的設計。而實際設計時可針對身心障

礙者、兒童、高齡者、婦女，以此四個層級情境

變數依照各類人等而組合進行檢討。針對上述不

同類別使用者對於生活環境中各類設施可及性，

而整合工業設計與建築設計等專業人士之作業方

式、尺寸精度與創意發展，其實是一個挑戰性之

工作。

3.通用設計之適用課題與發展
各類原則之適用有下列課題值得深入探究：

(1) 整合最核心的原則-公平使用與最基本之

原則-可及性所產生的「移動自主化」：

通用設計訴求各類人等之普世價值-公平使

用，肇因每個人之公平使用需求因心境、理念有

很大差異而無從訴求，因此提供實體空間中各類

人等容易到達之途徑及足夠之操作空間，即成為

達成公平使用之最基本的條件，如果針對台灣現

階段各公共場所之情況，滿足各類人等之「移動

自主化」，即成為首要須達成之目標。

(2) 共用的約制及彈性使用之適用:

設計時的考量對象不應僅侷限於特定族群，

亦即不應僅考慮行動不便的障礙者，而應在產品

設計之初即以「全體大眾」為出發點，讓設計的

環境、空間和設備產品能適合所有的人使用，肇

因此通用設計的基礎精神，通用設計產品是各類

使用者需求的最大公約數與各類提供服務滿足之

最大公倍數之吻合，因為有此共用-非專屬之理

念，所以不同使用者在使用上彼此產生約制，而

必須有融通性以滿足彈性使用。所以設計時需釐

定彈性使用之極限，超過所提供服務之最大公倍

數，即必須以其他設計方式及原則為主。

(3) 實體設計(硬體)、資訊設計(介面)、文化

設計(軟體)三種面向所形成之服務設計：

通用設計除可及性(硬體空間)及公平使用(軟

體制度)外，其著眼點是人機「介面」，因此提

供資訊以供使用者「識別」及進一步「判別」是

應用通用設計原則之重點。而硬體設施較難更

改，軟體制度隨時浮動，針對軟硬體間各項方案

設定合宜的資訊介面，其實是通用設計中最容易

呈現也最容易彰顯效果。 

(4) 各種使用者使用工業化產品之調適性：

肇因各類使用者具有不同之特質，因此實

際應用通用設計原則來設計單一大量生產而非客

製化之產品時，各項設施需考慮使用性及人體工

學，因而針對尺寸可及性，往往需要以單一且固

定之尺寸來應對不同使用者之個別需求及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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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大之挑戰，且不同使用者面對使用產品時，

有各種各式各樣的使用方式，此時容許操作錯

誤，誤用亦不致引起危險或損壞，即成為最基本

調適性之要求。

(5) 團體及個人自制性對應不同使用需求之

平衡

通用設計因需考量不同使用者共用，需要

在不同使用者間取得平衡使用。如針對「節省體

能」，然而使用者擁有不同之體能狀況，有時會

在考量大多數人可以達到省力之狀況下，以及體

能弱勢者可以節省最大體力之狀況下，兩者間希

能求取最佳之平衡方案。

(6) 不同原則適用之順位、競合與問題導向

通用設計秉持「設計應該不分性別、能力、

年齡而有差異，應該為所有人作設計」的概念，

因此通用設計不是一門科學，也不是一種風格，

而是給設計者一個努力合併、使每種設計都更為

普遍可用的設計特徵或方向，面臨不同設計原則

產生競合問題與適用順位時，其實是以想要解決

之問題為發展設計方案之指引。而且並不是以

「年長者及殘障者可以使用」的障礙排除法為考

量，而是一開始就以「必須具備誰都能使用的機

能」的機能創造法為基準，也就是以通用設計的

概念，在產品、環境與服務上，無須改良或特別

設計就能符合使用者真正的需求。

4.結語
4.1 無障礙環境得配合台灣社會水準從無障

礙設計提升至通用設計之發展趨勢

通用設計強調在規劃設計時，預先考慮如

何將器具與建築環境結合，使其達到適合任何人

使用之最大可能性，訴求境界為「沒有障礙」；

無障礙設計是設定環境設計本身已經有障礙，再

考慮如何增減設施或改善設計來達到無障礙之環

境。通用設計著重「包容性」，為台灣未來社會

發展及提升生活水準，需要應用通用設計理念於

塑造無障礙環境。

4.2 「公平使用」及「可及性」為無障礙環

境最需先達成以服務弱勢

無障礙環境中不同使用者有不同之使用情

境，使用者的第一個共同需求，是可以到達該區

域或設施，因此在公平使用之理念下，強調「可

及性」是最初步、重要的共同需求，而接續憑斷

重點是使用者行為模式能否達成「移動之連續

性」，而「識別」、「判別」、「好惡」皆為針

對使用者特質而在「移動之連續性」有不同程度

之影響，最終希望達成無障礙環境中能使所有人

皆能暢行無阻，通達各項設施及區域。

4.3 台灣通用設計理念之推廣尚待整體社會

之重視及持續應用

台灣營建產業尚未重視使用者導向的通用化

設計，理念之付諸實踐仍須有相關政策制定，才

會有成果。應由政府來提供誘因或示範區，促使

產業界重視，並結合NPO團體來持續執行，才有

良好效果。相關執行細節仍有眾多課題與研究，

例如：設計指引推行結合無障礙環境及公共空間

之整合；通用設計產品結合使用需求及技術引

入、推銷成本；結合人因工程、本土技術、構造

細節之設施尺度精準化之無障礙空間設計等，均

有待進一步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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